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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认识计算机

北京大学计算机系

代亚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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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没有授权除北京大学外的任何单位作为教学资源

一、本门课的学习方式

上课方式：

课堂讲授

课后学习：
HTTP：//162.105.80.97

内容安排：
计算引论部分约占20%,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约占
80%.

作业提交：
每周有一次作业，直接从网上提交,超过时间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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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门课的学习方式

考试方式：
期中考试占10%，期末考试占60%，平时作业占15%，实验题
占15%，根据情况会做相应的调整。

使用教材：
计算机文化，June Jamrich Parsons,Dan Oja著， 电子工业出
版社

C++程序设计教程，钱能主编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

参考书：
计算科学导论，赵致琢，科学出版社

计算机导论，Roberta Baber, Marrilyn Meyer著，清华大学出
版社

信息技术与应用到论，Sarah E.Hutchinson,Stacey C.Sawyer,高
等教育出版社

C语言程序设计，谭浩强主编，清华大学出版社

C语言程序设计，孙家肃主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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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门课的学习方式

上机安排:
每人70学时,时间不限。

时间：8：00am~9：00pm
机房：理科一号楼计算机系软件实验室。

账号：学号，口令：到机房问值班老师

意见和建议
dyf@pku.edu.cn (代亚非, 1714E, 6275377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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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门课的学习方式

课程的安排（实际中会有变化）
第1周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第5周 第6周

3~4节 第 1章 第2,4章 第5章 十一 第7,8章 第9章
7~8节 第 2章 //          第3章 //         第4章 //

第7周 第8周 第9周 第10周 第11周 第12周
3~4节 10,12,13章 第11章 第14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
7~8节 第5,6章 //          考试 //         第7章

第13周 第14周 第15周 第16周 第17周 第18周
3~4节 第8 章 第10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考试

7~8节 第9章 //          第11章 //          复习

引论部分 C语言程序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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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习本课程的主要目的

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知识、基本概念和目前计算
机领域出现的新技术。

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

了解计算机科学发展的主线，从计算模型到计算机
的发展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动机、需求、起决定性作
用的关键技术和关键人物。

对计算机的认识由感性的，功能的认识深入到内涵的，机
理的认识

介绍计算科学的分类与分支学科，使学生对计算机
专业的课程体系建立一个整体印象。

消除对计算机认识上的误区

介绍计算机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，使学生建立初步
的科研意识。

掌握一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
计算机专业人员的基本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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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义计算机

本章知识点：

计算机处理问题的基本过程

计算机软硬件的基本组成

计算机的基本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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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义计算机计算机如何完成计算任务 （IPSO）

输入(Input)：
计算机接收由输入设备提供的数据。

输入设备就是将外部信息转换成计算机可
以处

理的形式的设备。

处理(Processing)：
计算机对数据进行操作，按一定方式对它
进行 转换。

数据：描述人、事件、事物和思想的符号

CPU：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部件叫中央处
理单元。

进程: 计算机用来操纵数据的动作系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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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计算机

存储(Storage)：
计算机存储数据为处理所用。

主存：存放计算机正在处理的数据

外存：永久性保存数据的地方。

输出(Output)：
计算机在诸如打印机或显示器等设备上产生
输出，显示操作处理结果。

输出设备就是将计算机内部信息转换成人类
可以理解的信息形式的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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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计算机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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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系统基础

硬件：计算机的物理部分

硬件系统

主 机

外部设备

CPU

存储器

（内存）

运算器

控制器

只读存储器

随机存储器

输入输出设备

外存储器

P

ISO

PP
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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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系统基础

软件：支持计算机完成任务的部分

程序：

告诉计算机如何做计算的指令序列.
系统软件：

维护硬件系统的运行，构成计算机系统、提供
用户界面。

应用软件：

完成特定的任务的工具，专用软件和通用软件

软件包：

相关的若干个独立的程序组成。

专用软件

学生成绩管理

银行账目管理

天气预报

通用软件

Office

图形处理

MP3播放器

浏览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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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：数据是信息处理过程原材料

数据是输入，信息是输出

计算机系统基础

14

32

85

16

23

处理指令

170

将5个数
相加

除以5

34

输出信息

平均数是

34

输入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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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的分类

微型计算机（microcomputer)
工作站（超级微机）

强大的图形功能，用于计算机辅助设计

微型机

Intel的芯片

IBM PC(8086),186,286,386,486
P5—Pentiumn（MMX)
P6---Pentiumn pro
Pentiumn II
PentiumnIII, Pentiunmn IV（主流）

主频与速度

工作站（workstatio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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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的分类

小型计算机（minicomputer)
高性能服务器，可以为多个用户服务

主机
95-100%处理量

哑终端 哑终端

哑终端

16

本文件没有授权除北京大学外的任何单位作为教学资源

计算机的分类

大型计算机

用于科学计算、信息处理

银行、证券、科研机构、大学院校

包含几个处理器

多道处理

最快速度

百万次浮点运算/秒
远程终端、前端处理、后端处理、主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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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的分类

超级计算机

用于计算包含大量数学运算的科学应用

天气预报、地震分析、人工智能、数据可视化

包含几百个到几千个处理器

多道处理、并行处理

最快速度：

万亿次浮点运算/秒
一个分形图形学的计算程序的运行时间：

»微机IBM PC 28小时，浮点芯片的MACII 0.5
小时，小型机15分,
»超级计算机1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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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的分类

白色ASCI由(IBM)公司制造，
占地面积--一个篮球场

整机重量--17头成年大象

运算速度--12.3万亿次计算/sec （12.3T)
能够在1秒钟内完成普通计算器1000万年才能完
成的工作。

内存：6万亿字节(6T)
硬盘：超过160万亿字节

处理器：由8192只Power 3微处理器组成

造价：1.1亿美元

用途：模拟核爆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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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的分类

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计算机--地球模
拟器---日本电气（NEC)
由5120台小型超级计算机相互连接起来

运算速度25.9万亿/秒==25.9T/sec

20

本文件没有授权除北京大学外的任何单位作为教学资源

计算机的分类

巨型机在全世界中的应用
投入商业运行的前500台超级计算机，美国和加拿大
占据了60%
欧洲占26.8%
日本占了11.2%
其他国家仅占2%。

中国的巨型机
银河-Ⅲ: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的成功研制（国防科大）

曙光3000 ：最高运算速度达每秒４０３２亿次、内
存总量达１６８ＧＢ，成为我国迄今性能最高的国
产超级服务器。 （中科研计算所）

神州：无锡

联想：万亿次的计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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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的分类

移动计算机

笔记本计算机

坞站

扩充设备,用于与笔记本连接,可以使笔记本

计算机访问外部设备

掌上计算机

智能卡

嵌入式计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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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术语

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微机平台，分别是
PC机和Mac.

PC机的结构基于第一台IBM微型机

Mac机的结构基于苹果公司的Macintosh
每台计算机能够完成操作是确定的，每个
操作对应一个指令，因此构成指令集合。

指令集合是依赖于硬件的，不同型号的
计算机的指令是不通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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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术语

一个程序能在某台计算机上运行，说明这个程
序与CPU兼容。

利用软件在一种机器上模拟另外一种机器的运
行环境，成为仿真。

系列产品的向下兼容指的是凡是能在老版本上
运行的程序，都能在新版本中运行。

外围设备

是指附加到计算机系统中，用来强化计算机
功能的设备。

打印机、扫描仪、摄像头、操作杆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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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术语

计算机网络

网络就是计算机、外设、终端、以及其它设
备间互连。

组建网络的目的：

相互通信、共享资源、分布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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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术语

什么是用户界面：

人类与计算机交互的手段成为用户界面。

好的用户界面是计算机好用、直观并且没有理解上的障
碍。

用户界面是软件还是硬件？

是软件和硬件的综合体。

有的用户界面必须通过输入操作命令和计算机进
行交互，叫做命令行用户界面。

有的用户界面可以操作各种交互对象，如：窗口,
菜单,按钮,对话框,列表，叫作图形用户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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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术语

图形用户界面
从命令行到图形界面-->专业人员专用设备到
‘傻瓜级’的通用设备.
命令行 菜单 图形用户界面 声音输入 凝
视输入 。。。

好的应用软件的重要指标---用户界面是否友好。

输入输出设备是用户界面的一部分



14

27

本文件没有授权除北京大学外的任何单位作为教学资源

帮助、教程和手册

学会使用帮助信息---自学的重要手段

什么时候使用联机帮助？

大多数的软件系统都配有在线帮助，提供很
多学习示例。

教程

更具体更详细。

参考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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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高性能计算机发展历程

自1964年以后,高性能计算机经历了三个发
展阶段:萌芽阶段、向量机鼎盛阶段和大规
模并行处理机（MPP）蓬勃发展阶段。

1. 萌芽阶段（1964-1975）
1964年诞生的CDC6600被公认为世界上

第一台巨型计算机，其运算速度为1Mflops。
70年代初研制成功STAR-100向量机，这是
世界上最早的向量机。随后于1974年，诞
生了世界上最早的SIMD阵列计算机--
ILLIAC-IV并行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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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性能计算机发展历程

2. 向量机鼎盛阶段（1976-1990）
1976年，CRAY公司推出CRAY-1向量机，开始

了向量机的蓬勃发展，其峰值速度为0.1Gflops.
1985年，CRAY-2，1G flops
1990年, SX-3,22G flops
1991年，Cray-YMP-C90,16Gflops
向量机处理对提高计算机运算速度十分有利，

有利于流水线的充分利用，有利于多功能部件的
充分利用，但由于时钟周期已接近物理极限，向
量计算机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太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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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性能计算机发展历程3. MPP蓬勃发展阶段（1990年至今）
就在传统向量机逐渐萎缩的同时，应来了大规模并

行处理MPP机蓬勃发展的时代。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，

大公司也纷纷介入。这一时期的代表机型有：
1989年，BBN公司的TC2000
1992年，Intel公司的Paragon，TMC公司的CM-5
1993年，Cray公司的T3D
1994年，IBM公司的SP2
1996年，Cray公司的T3E，Hitachi公司的SR2201
SGI公司的Origin2000，Intel公司的 ASCE RED
其中，1996年12月宣布的ASCI RED，运算速度超过

了万亿次/秒。
截至2000年6月，世界上已有14万亿次机，超过3000

亿次机62台。排名世界前10名的均为MPP，MPP已成

为高性能计算机的主流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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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银河巨型机系列

银河-I巨型计算机
1983年12月,银河-I巨型计算机由国防科技大

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成功。这是我国当时运算
速度最快、存储容量最大、功能最强的巨型计
算机，标志着我国进入世界研制巨型机的行列。
银河-I为我国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

要贡献。以银河-I为核心的银河地震数据处理
系统为我国的油田勘探做出了巨大贡献。银河-
I还为我国战略武器研制、航天航空飞行器设
计、数值天气预报以及各种科学研究提供了强
大的计算工具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国防科技大
学计算机研究所起步与1958年，我国第一台亿
次电子计算机系统"银河-I"即诞生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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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银河巨型机系列

银河-II巨型计算机
银河-II并行巨型计算机由国防科技大学计

算机研究所于1992年11月研制成功。该机是
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面向大型科学/工程计
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通用十亿次并行巨型
计算机系统。

银河-II主机为我国高性能向量中央处理机
共享主存紧耦合系统，基本字长64位，峰值
速度为每秒10亿次以上运算操作，拥有两个
独立的输入输出子系统。各项技术指标达到
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国际先进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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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银河巨型机系列

银河-III巨型计算机
1997年6月，银河-III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。

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研制和生产大规
模并行计算机系统的国家之一。银河III采
用分布共享存储结构，峰值性能达到每秒
130亿浮点运算。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，系
统规模可从几十亿次到几千亿次平滑扩充。
银河III在MPP资源管理与处理机调度、并
行I/O软件、高性能优化编译、网络软硬件
设计等技术方面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，系统
综合技术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。


